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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力显著提升：2016
年，江西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
数直接突破 50%的瓶颈线，首
次迈进全国“第二梯队”；区
域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从 2012
年的第 25位前进至 2016年的
第 20 位，是全国上升幅度最
大的两个省（市、自治区）之

一；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
较上年增长 19.7%，增幅居全
国首位。

重大成果引人瞩目：在今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
省继上年获得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后，再次有 12 个项目获

奖，其中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项目获奖数实现新突破；再
生铜冶炼、云计算高可用安全
计算和管理、中药大品种创
制、超级稻品种选育等科研项
目取得重大进展；全省专利申
请受理总量进至全国第 15
位，增幅列全国首位。

科技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创新驱动“5511 工程”开局顺

利，全年新组织实施 11 个重
大科技研发专项，新组建 15
个科技协同创新体，新增各类
国家级创新平台和载体 42
个，新增国家级创新人才和团
队 16 个，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36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首次超过 30%。农业科技
创新取得新进展，科技服务民
生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

没有哪个词语比“创新”更能代表
当今时代的潮流大势。站在国际国内
大背景下看江西，科技创新正处于新
的历史起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2016年，新一届省委、省政府

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大会便是科技创新大会，
紧接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创新
江西的任务。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特别是对江西工作的重要要求，进一
步落实“创新引领、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
赣富民”工作方针，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对创新型省份建设作出了系统部署。

一年来，从《关于鼓励省属独立科研院
所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试点办法》的“赣八
条”全新升级为《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
若干规定》“赣十条”，从加快特色型知识产
权强省建设、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到全面
实施突出人才和平台载体建设、注重重点领
域创新突破的创新驱动“5511”工程等举措
密集推出，我省释放的信号越来越清晰：江
西推进科技创新，速度在加快、深度在拓
展。而以这次全省科技奖励大会为契机，在
全省范围内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一个更有
活力、更加惊艳的创新江西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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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创新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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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项目名称：非常规结构光催化剂构建
及其性能调控机制
主要完成人：余长林 谢宇 杨凯 樊启哲

项目针对常规结构光催化
剂在水体有机污染物降解活性
低这一技术瓶颈问题，从结构
构建和性能调控两个层面开展
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系列科学
发现：

发现了超声波在不同反应
介质体系对晶体成核、生成、晶
面择向等调控作用规律，实现
了光催化剂制备原理创新；发
现了异质相结构建与半导体晶
体结构参数相关规律，实现了

光催化剂构效理论创新；发现
了 Au 纳米簇中的新型光催化
活性物种单线态氧(1O2)及其
在有机污染物高效光催化协同
降解作用机制，揭示了Au纳米
簇的类半导体行为及其O2活
化机制。

项目研究成果发表 SCI论
文 106 篇，代表论文入选全球
高被引 ESI hot 论文排行榜。
获授权发明专利 5项。研究成
果编入5部英文专著。

项目名称：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遗
传学基础和防治研究
主要完成人：洪葵 程晓曙 胡金柱 颜素娟

项目着重在心脏猝死高危
患者的分子机制及基因检测在
临床个体化诊断和治疗进行研
究。主要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
如下：

1.发现了 SCN5A 基因突
变所致钠离子通道蛋白“功能
缺失”为Brugada合并短QT心
电图患者的重要机制；揭示了
SCN5A 非编码区基因突变在
BrS 中的致病性及 SCN5A 变
异结合阿义马林激发试验可提
高BrS阳性诊断率。2.发现了

致 心 律 失 常 右 室 心 肌 病
（ARVC）患者罕见粗大Epsilon
波 的 心 电 图 特 征 ，及 其 与
SCN5A基因相关的遗传特性，
为临床医生诊断 ARVC 患者
提供了又一个心电图识别图形
和基因筛查候选基因。3.发现
了双酚 A 经 L-型钙通道对雌
性大鼠的促心律失常分子机
制 。 4. 发 现 了 类 泛 素 蛋 白
FAT10 在心脏表达，揭示其调
控BCL-2与BAX的表达具有
抵抗心肌细胞凋亡作用。

江西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项目名称：基于云计算的高可用安全
计算环境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人：马勇 张小松 付萍萍 殷平 李凡

项目历时 7 年，通过技术
创新，突破了高可用安全计算
和管理的技术瓶颈，打破了国
外产品的垄断，主要发明有：

发明了一种基于云计算技
术的企业级高可用系统架构，能
够快速调度备用虚拟机保障应
用系统的运行；发明了云计算节
点管理与虚拟机优化调度算法，
实现安全与性能的平衡；发明了
支持强制访问控制机制的虚拟
机管理及虚拟机远程显示控制

协议，解决了虚拟机逃逸攻击及
大规模终端与虚拟机之间并发
访问的流畅、安全、可控难题。

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获美国、加拿大授权发
明专利各 1 项，国内授权发明
专利 16项。成果在全国 24家
省级电力公司应用，并推广到
国防、政府、教育等行业，还成
为戴尔（中国）公司云计算解决
方案合作伙伴，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项目名称：柴油升级后重大质量事故成因分析与关键技术开发

主要完成人：廖维林 谢贤清 雷志伟 许招会 夏剑辉 范乃立
熊云奎 钟前 涂媛鸿 林春花 芮培欣

主要完成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西林科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苏克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围绕近年我国在柴
油升级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成
因不明的重大质量事故问题进
行攻关，取得了重大突破，彻底
杜绝了因抗磨剂而引发的大规
模重大质量事故，打破了美、法

公司在此领域的全球垄断，为
我国乃至全球今后柴油的顺利
升级作岀了重要贡献。

项目申请国家发明专利7
项，授权 2项。项目产品在中
石化、中石油 50 余家大型炼

油厂推广应用，市场占有率近
40%。近三年销售产品 3.46
万吨，实现销售额 5.08 亿元，
利税 2.14 亿元，保证了 2.3 亿
吨（总价值1.4万亿元）升级柴
油的品质。

项目名称：幽门螺杆菌致病、耐药及根除治疗的应用研究

主要完成人：吕农华 祝荫 舒徐 谢勇 谢川 洪军波 刘东升
杨桢 朱振华 黄德强 廖旺娣

主要完成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项目围绕Hp致病致癌机
制和Hp耐药及根除新方案进
行攻关，取得重大突破：首次
发现在Hp感染早期即可通过
作用 PTEN/PI3K/Akt、Akt /
Mdm2/p53 两条肿瘤信号通
路，导致胃黏膜上皮细胞增殖
凋亡失衡，为早期根除Hp预
防胃癌提供了理论依据；首次

提出根除Hp是防治极端天气
诱发消化性溃疡并出血的重
要措施；首次发现G2254T和
G2172T两个基因突变位点与
克拉霉素继发耐药相关；首次
在体外证实中药草珊瑚浸膏
对耐药 Hp 有明显的抑制效
果，为中药抗Hp开辟了新途；
首次完成 3项Hp根除方案的

全国大样本随机研究；首次采
用 HRM 方 法 对 人 群
CYP2C19基因多态性进行检
测，为精准根除Hp提供了快
速、准确、价廉的检测方法。

目前，含呋喃唑酮四联方案
被行业新标准推荐为Hp 根除的
首选方案，已在全国各级医院广泛
应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

项目名称：中药大品种肾宝片创制及其产业化关键技术集成应用

主要完成人：李丰文 钟瑞建 朱萱萱 梅玲华 朱兴祥 周国平
王广基 钮犇 赵陆华 付辉政 夏昀

主要完成单位：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药科大学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江西天之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针对肾宝液体制剂
存在的治疗肾阳虚作用机理
不明确、生产管理信息化程
度低、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
等问题，通过开展新产品创

制、产业化新技术创新性集
成应用以及质量控制体系等
研 究 ，创 制 了 肾 宝 片 新 品
种。项目获授权专利7项、制
定国家标准4项，发表论文12

篇，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11
名。2013 年至 2015 年，累计
生产肾宝片 16 亿片，实现销
售收入 22.8 亿元，实现利税
8.1亿元。

项目名称：鹅掌楸属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与良种选育及应用推广

主要完成人：余发新 孙小艳 阙龙善 李彦强
高柱 钟永达 周华 刘腾云
王小玲 王碧琴 朱祺

主要完成单位：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
江西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
南昌工程学院

杂交鹅掌楸作为新一代优良用材和绿化树种，对提高我
国森林质量、缓解木材短缺以及改善生态环境意义重大。项目
历时14年，开展鹅掌楸属种质创新系统研究，在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良种选育、造林技术以及生根基因克隆等关键技术和应
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项目获林木良种3个，出版专著1部，制
定地方标准1项，发表论文15篇（其中SCI 3篇），授权专利2
件。成果总体达到同类研究的国际先进水平。推广造林近2
万亩，实现生态、经济效益超过12.6亿元。

项目名称：再生铜冶炼系统工艺及装备开发

主要完成人：姚素平 邓爱民 刘庆华 袁剑平 刘文彬 陈波
潘一峰 李明周 唐斌 涂建华 陆军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瑞林装备有限公司

项 目 针 对 我 国 再 生 铜
冶炼技术和装备规模小、技
术装备水平低、能耗高、环
境污染严重的问题，经过多
年技术攻关，形成了系统的
再 生 铜 冶 炼 新 工 艺 和 装

备。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近三
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24.43
亿元。部分成果获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一等
奖 3 项，第十六届中国优秀

专利奖 1 项。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在 2014 年发布的《铜
冶炼行业规范条件》中已将
NGL 炉工艺和顶吹转炉工
艺确定为处理废杂铜首选
工艺。

项目名称：硫化铜矿伴生金属钼铼综
合回收新技术与产业化

主要完成人：郭株辉 钟宏 管勇敏 罗时军
吴启明 刘广义 林春生 赵桂洪
曾以辉 冯洁 曹占芳

主要完成单位：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项目针对德兴斑岩铜矿伴生钼、铼含量低、多元成份
共生以及含钼铜精矿浆组成复杂、矿物粒度细等特征，从
选、冶全过程开展伴生钼、铼综合回收新技术与产业化研
究。项目技术应用３年来，德兴铜矿选钼回收率达
76.56%，钼精矿品位达 47.7%，钼冶炼加工回收率达
95.46%，铼综合回收率达 60.72%，累计新增利润 6.07 亿
元。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国家发明专利3
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项目成果对有色金属铜（钼）矿山
与冶炼企业具有普遍的工程示范效应和推广应用价值。

项目名称：江铃凯锐800轻中型载货
汽车平台自主开发

主要完成人：熊春英 刘淑英 于勤 邬杰
邓海燕 史卫平 巢健飞 程教育
叶赞行 夏细华 丁志勇

主要完成单位：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在行业内首创以整车性能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思
路和体系，突破了集约化产品的规模化创新难题，攻克和
掌握了高效清洁动力、燃油经济性，以及车辆操控性、舒适
性、可靠性等关键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培育了自主品牌
和产业链。项目发表论文6篇，获授权发明专利9项、实用
新型专利70项，参与国标制定1项，获中国专利奖1项，产
品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动力排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
出口澳大利亚等欧盟体系高端市场，新增利润额和创收外
汇额均超亿元，推动了轻型卡车行业的技术进步。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
科技成果技术含量明显

上升：2016 年度江西省科学
技术奖共授奖 106 项优秀科
技成果，其中具有原始创新和
发明创造的项目脱颖而出。
自然科学奖 17 项获奖项目，
出版专著 26部，SCI收录 1360
篇、EI 收录 666 篇；科技进步
奖和技术发明奖 89 项获奖项

目中，共获得专利 357 件，其
中发明专利 198 件，技术标准
23 项，新品种 4 项，软件著作
权 28件。

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在73
个科技进步奖项目中，企业连续
6年获奖总数位居第一。在全部
106项3大奖项目中，企业、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协同创新

项目为44项，占4１.５%。我省
还对1６项技术发明奖和科技
进步奖中 46 项应用开发项目
进行统计，新增利润89.4亿元，
节支经费达 47.5亿元，新增税
收达14.5亿元。

青年人才成为引领“双
创”主力军：在全部628名候选
人中，45 岁以下的有 380 人，

占总人数的 60.５%；40 岁以
下 的 266 人 ，占 总 人 数 的
42.4%；35 岁以下的 154 人，占

总人数的 24.5%。研究生 364
人，占总人数的 58%。获奖人
员平均年龄43岁。

汉腾汽车焊装车间内汉腾汽车焊装车间内，，智能机械臂正在自动焊智能机械臂正在自动焊
接车身接车身


